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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理論 
 

系統功能語言學 

 

岑紹基(2001)總結Holliday (1978,1985) 、Eggins (1994)等人洞見，指出系統功能

語言學(System Functional Linguistic)視語言為社會過程的產物；兒童語言發展，就是

學習怎樣以完整的語篇(text)與人交際溝通和表情達意，發揮慨念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以掌握環境，實踐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以建立社會關

係。 

 

語篇 

 

語篇又是在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之下才起作用的。其中包括話題的範

圍和要傳達的內容(語場field)、發話者和受話者間的關係，包括相方地位差距、接

觸頻率和交情深淺等(語旨tenor)、溝通的方式，即口頭/書面或對話/獨白等(語式

mode)，以上三者組合成人世間萬千情景語境衡量個人的語言能力就是看他能否在

特定語下產生相稱的語篇。 

 

文類 

 

另一對語篇起作用的是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 。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完成

同一目的之交際，可能要運用不同的語篇；同一文化下，據約定俗成，以不同語

言文體完成不同的交際任務，是為文類(genre)。岑紹基、叢鐵華(2001)總結

Martin(1985,1992)洞見指出，學習寫作，就是學習按情景需要，駕馭各種文類，以

達成表情達意目的。他主張學校要照顧學生日常生活需要，把發揮描述、解釋、

指引、辯論、敘述等表意功能的文類，明確地教給學生。文類寫作，都是有目的

的，作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會在寫作時選擇與其社會文化常規有關的特定層

次和步驟。 

 

請求文文類 

 

叢鐵華(2001)指出，請求文類的寫作內容，可能是有關工作的或個人私事的；

對象可能是陌生人或認識的人；可能是比自己地位或輩份高的、或低、或相等；

目的包括：請假、索取資料、請求幫助、請求延期、求職、求推薦等。叢鐵華(2001)

引述Kirkpatrick研究指出，中文請求信先說明請求的原因，然後才說明請求的目

的，跟英文寫作中，先提出請求後作解釋，有不同的層次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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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鐵華未斷言這就是由於中外不同文化語境所致。對Kirkpatrick的觀察，叢鐵

華亦未致可否。觀乎日常觸的中文請求信，不單大部份都遵守先說明請求的原因，

然後才說明請求的規範，;更且多會表示對求助者的欣賞仰慕，如： 

 

  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定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星期六)上

下，主辦高效能中文教學研討會，旨在探討中小學之中國語文教學問

題。素仰閣下學養精深，於語文教學經驗豐富，敬請撥冗出席，並提

交論文…… 
 

 

乙 評審教科書教學設計 

 
結構功能語言學指出，文章的圖式結構與其表意功能有密切關係(Holliday,1985,

岑紹基.2001)。在重視和諧人倫關係的中國文化傳統脈絡中，要達成和諧，又要達

成提出請求的表意功能，應用文中的請求書信，其寫作步驟結構是，在起頭或中

間部份，委婉地說明請求的原因，對求助者表示欣賞仰慕，在結尾才提出一些請

求。 

 

教材特質 

 

今日中國語文三下一教科書以《給姑母的信》(附錄一)、給媽的信(附錄二)及

給爸的信(附錄三)組成「應用文」單元。三篇應用文可確認為旨在請求的書信，而

前兩者的圖式結構，符合本地(主流)文化語境，而第三封的圖式結構，則不符合本

地(主流)文化語境，只是提岀請求，欠缺委婉語和向求助者表示尊敬欣賞的部份。 

 

從語域看，《給姑媽的信》提的是一宗不甚明確的接待請求。我們一家到上海

旅遊，希望得到的接待，究竟是要姑媽到機場接機，還是要姑媽提供食宿導遊，

是不清楚的，這種請求的矇糊性，很可能源於寫信人未能確定收信人答應請求的

機會和程度。在語旨方面，寫信人跟上海姑媽少日常接觸、對她的生活認識也不

多，親暱感情和密切關係尚待發展，所以不便在人在事方面多著墨，取而代之的

是，以極大的篇幅在書信的起頭和中間展示對上海繁榮的認識，乍似離題，但結

合「爸爸買來地圖辨認，並夢到上海去」這種對上海的響往之情來看，可以知道

它發揮了委宛地表達對收信人的尊重的功能。  

 

第二篇《給媽媽的信》，女兒在起頭讚揚媽的辛勤，在中間承諾以努力讀書回

報，在結尾求媽給她多看半小時電視節目，所以明顯比第一篇實話直說和熱情真

率，請求內容清楚明確。因為符合本地(主流)文化語境，所以語篇結構是成功的。 

 

第三篇同樣以接觸親密的親人為對象，兒子在起頭問爸星期天有沒有空，在

中間投訴爸很久沒帶他上街，在結尾提出巳吃玩要求，這一篇在真率語調方面，

一若第二篇，但因為不符合本地(主流)文化語境，所以其語篇結構，是有爭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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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課業 

 

編者在忽略了範文的請求功能，只把它們當作一般書信，把寫作動機簡化為

「志宗的姑母一家搬到上海居住，志宗很想念他們，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姑母」，在

九題理解課文大意的提問中有七題是表面資料，無關請求功能，第八題間問「從

那一件事知道作者渴望到上海去？」答案是「志宗昨晚在夢中見到姑母一家在上

海機場接他」，編者意識到作者「渴望」到上海去，卻把這種渴望與寫作本信的動

機分割開，最終依然指向一項表面資料作答案，沒有啟發教師及學生認識本語篇

是委婉的請求文類的真相。第九題問「假如你是姑母，看完志宗這封來信，會怎

樣回覆？」這一題本來可以引領教師及學生，了解作者得體地依語域語旨和文化

語境來謀篇布局的技巧，但編者的答案舉例，是勉勵志宗努力讀書，希望暑假時

會見到他的老式說教裡。 

 

因為編者只把範文當作一般書信所以該單元的學習目標只是「引導學生複習

書信的格式」，並用了相當多篇幅「引導學生認識親屬的稱謂」。前者剛在上學期

學過，大部份學生已經掌握至於後者，本課教材除了出現過爸媽姑母姑和姪兒等

五個稱謂外是沒有提及另外親屬的稱謂的但編者卻花了很大篇幅去設計了六項活

動連教具去讓學生分辨父系和母系共十六種稱謂。這兩個學習目標雖然不可說不

重要但跟本範文關係不大。  

 

說話課業 

 

終於見到緊接以上閱讀課業出現的說話課業的「課業說明」是「學習向爸媽

說出自己的想法或要求」了，但是相關的學習重點，卻是「講述家庭生活的話題」

和「把書面語改成口語」，編者仍然未能把教師及學生聚焦到這三篇實用文的共同

焦點--向別人表達請求的文體功能上。最為可惜的是，它被設計成與前面範文及教

學活動完全無關的獨立部份，未能發揮把這三篇書信互相比較從而使學生深入了

解請求文類特色的潛質。根據結構功能語言學的角度，教師可以引領學生討論以

下問題使他們對請求信有更充確當的認識： 

 

 《給姑母的信》《給媽的信》《給爸的信》的寫作對象和目的相同嗎？(都是向
長輩提出請求。) 

 三封信寫信人和收信人的親密程度相同嗎？(《給姑母的信》是寫給較少見面
的遠親，《給媽的信》和《給爸的信》則是寫給每日相見的至親。) 

 三封信各提出了多少個請求？提請求前寫了甚麼？(《給姑母的信》《給媽的信》
先表愛慕敬意，後提一個請求；《給爸的信》在詢問和投訴後連提兩個要求。) 

 三封信哪一篇表敬意的篇幅最長？(《給姑母的信》表敬意的篇幅比《給媽的
信》曲折婉轉和佔較長篇幅，《給爸的信》完全沒有。) 

 三封信哪一篇提請求較具體清楚？(《給爸的信》和《給媽的信》提請求比《給
姑母的信》具體清楚和佔較長篇幅。) 

 三封信的讀者讀信後可能會有何反應？(《給姑母的信》《給媽的信》可能會帶
給收信人較正面的心情和反應，《給爸的信》可能會較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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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封信的作者誰最有機會達成寫信的目的？(《給姑母的信》《給媽的信》達成
目的的機會可能較高，《給爸的信》可能較低。) 

 

寫作課業 

 

編者既然把《給姑母的信》寫作動機定性為「志宗很想念他們，於是寫了一

封信給姑母」，所以本單元的寫作課業題目就設定為「因為想念舊同學」，所以「向

轉校同學寫問候信」。如果本單元的寫作教學目標是承接先前兩課業的文類知識，

在這裡實踐運用該等知識，寫作先表愛慕敬意後提要求的實用書信，則這一課業

完全是節外生枝。 

 

研習了三篇請求信後，突然要寫起之前未學習過的另一種陌生的文類來，這

會令學生學非所用。編者可能假設學生學會書信格式就能寫問候信。這就是對每

一種文類都有獨特的層次步驟或文步的無知了。 

 

「向轉校同學寫問候信」題目不但錯在脫離了組織本單元的脈絡，從「請求

信」文類胡混地轉到「問候信」文類，亦錯在選定了「轉校同學」這個虛擬人物

作寫信對象。系統功能結構主義認為，語言是社會過程的產物，學習語言最佳的

情景，就是真實生活中的情景，能滿足個人現實需要、達成預期目標的情景，能

夠得到真實的活生生的回應的情景；而非脫離現實的、為了寫作而假做感情的情

景。對一些學生來說，很可能沒有一位轉校同學，即使有，也不一定認為有需要

寫信問候，即使真心寫了，也不大可能得到回覆，在這種況下，可以預料會有大

部份同學只會虛應其事，難以投入。 

 

根據以上分析，本單元其實已選取有效的請求信作範文，但因為未能鎖定請

求信文類作學習目標，迷失在「應用文」甚至「書信」的空闊範疇內，加上不重

視語篇的情景語境和功能分析，所以教學設計顯得龐雜、零碎、空泛、與生活脫

節，對幫助學生駕馭請求式語言的效能不大。 

 

丙 重編教學活動 
 

以下以系統功能語言學文類功能寫作教學法(岑紹基1999)為藍本，保留教科書原來

三篇範文，重編教學計劃。 

 

1   教學文類：請求信(適合小學中年級程度) 

 

2   學習目標： 

(a) 學生能重組請求信。 

(b) 學生能比較《給媽的信》及《給爸的信》在傳意交際上[的優劣。 

(c) 學生能分析《給姑母的信》請求信的語境、內容及結構。 

(d) 學生能比較《給姑母的信》及《給媽的信》、《給爸的信》的語境內容

及結構了解它對尊敬及請求形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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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生能歸納請求信的要求，並制訂批評量表。 

(f) 學生通過課堂討論，制定請求信寫作策略及大綱，並參與集體寫作。 

(g) 學生能個別書寫一封請求信。 

 

3   教學計劃慨要： 

 

第一節《給姑母的信》 

 引導學生留意日常請求話語。 
 利用《給媽的信》及《給爸的信》，討論請求話語的社交功能結構和語言
特色。 

 

第二、三節 

 引導學生對《給姑母的信》作語境及語篇分析。 
 

第四、五節 

 師生合作共同書寫一封請求信 
 學生個別書寫開頭(家課完成) 
 

第六節 

 同輩量表批改 
 修訂正稿 
 

事後跟進：送出請求信後一星期，匯報及展覽送出請求信的回饋情況。 

 

4   每節教學活動： 

 

第一節 

一 引導學生留意日常請求話語 

 著學生憶述或以創造劇演示一些成功或不成功的日常請求話語。 
 教師或學生展示曾收過的及自己寫過的請求信。 
二 利用《給媽的信》及《給爸的信》討論請求話語的社交功能結構和語言特

色。 

 把《給媽的信》及《給爸的信》各裁成八份(見附錄二) 。 
 分全班為六組，三組把《給媽的信》，另三組把《給爸的信》組合成篇。 
 完成後，著每組說出理據，三組互相比較引證，對請求信各層次結構的
規律及功能，作初步概推及總結。 

 比較《給媽的信》及《給爸的信》二者的同異。 
 問學生誰的信收效。探討媽爸收信後的反應。請同學演創造劇。 
 教師提出，寫信人為了實現其目的，就要在寫信時，想清楚先說那些話，
後說那話，才能達成目的。為不同目的而寫的信，要用不同步驟去寫，

而在中國/香港社會文化傳統裡，要別人答應自己提出的請求，習慣先對

求助者表示欣賞尊敬然，最後才提出請求。 

三 課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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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學生思考，甚麼因素決定欣賞尊敬的話要說多少才夠，甚麼因素決定
請求提得重或輕。 

 

第二、三節 

一 引導學生對給姑母的信作語境及語篇分析。 

著全班閱讀《給姑母的信》及《給媽的信》、、《給爸媽的信》，比較欣賞尊敬

程度及請求重輕程度。 

 欣賞尊敬程度 請求的輕重程度 

《給姑母的信》   

《給爸的信》   

《給媽的信》   

 

引導學生分析三封信的語場及語旨。 

 《給姑母的信》 《給爸的信》 《給媽的信》 

收信人比你的輩份及地位

高/低？ 

   

認識收信人嗎？    

跟收信人接觸機會多嗎？    

跟收信人交情如何？    

是工作/私事？    

 

討論〈給姑母的信〉 

文化語境 

 作者為何寫這請求信？ 
 寫給誰看？ 
 為何這人要讀這請求信？ 
 讀後會有甚麼反應？ 
 人們/你在甚麼情況下會寫這類請求信？ 
 

情景語境 

 這請求信是關於甚麼的？ 
 請求甚麼？ 
 你從那部份得知這一請求？ 
 那部份表示欣賞尊敬？ 
 寫信人跟接信人關係如何？ 
 表示欣賞尊敬的程度跟請求輕重相對應？嗎 
 

語篇分析 

 請求信的結構分成那幾部份？ 
 分部的理據？ 
 每部份有甚麼用途？ 
 這封請求信，跟《給媽的信》《給媽的信》比較，在語言上有甚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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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這請求信能達成預期目的否？ 
 

第四、五節 

 經過分析後，教師歸納請求信文類要求，整理成評改請求信量表。 
 提出師生合作，共同書寫一封請求信。 
 切合學生班上共同關注的問題，如請求小食部增加零食種類。教師應允請
求信撰好後，會寄出，並跟進回應引導問題。 

 收信對象是誰？ 
 寫作背景是甚麼 
 通過本信達成甚麼目的？ 
 學生討論後口授教師筆錄在高片上，最後用請求信量表評分。 
 

第六節 

 鼓勵及促成每個學生各自定下寫作請求信目標。 
 寫完後，同輩量表批改，修訂後，送出請求信。 
 請學生寄或送出。 
 

事後跟進 

匯報及展覽，送出請求信的回饋情況。 

 

 

參考書目 

Ho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London:Edward Arnold 

Holliday M. A. K. (1985),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Geelong,Vic.:Deakin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198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R.(1985).Language, register and genre.In Christie,F.(ed0.Children 

writing:Reader.Geelong:Deaki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R.(1992).Rester, genre and Ideology.In J.R. Martin, English Text.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岑紹基(1999)文類功能作教學法--投訴信教學舉隅 香港大學課程論壇九卷1期 

岑紹基、叢鐵華.(2001)。系統功能語言學及其在中國語文教育上的應用。 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碩士課程 

Eggins.S.(1994).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Pinter 

Publishers. 


